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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让数字地质调查系统（DGSS）能够适用于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综合地质调查，DGSS
扩展表应运而生。DGSS 扩展表可以根据地质调查工作的具体需求，编辑相应表格，使采集信息更全面、
输出内容更规范。本文通过 DGSS 扩展表在综合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按照工作流程较系统地介
绍了扩展表的设计与编辑、数据采集、数据整理与输出等操作，对扩展表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具有一定
参考意义，对推动数字地质调查工作具有较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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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地质调查系统（以下称“DGSS”）的

但可以采集基础地质信息，而且能够系统的采集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信息。该功能不受
软件开发周期影响，开发人不需要掌握各行业标

发展，其在区域地质调查（董斌斌等，2018；刘学生，

准规范，开发相对简单，应用更灵活，适应性更强。

2019）与矿产地质调查（段世林，
2019）领域的应

DGSS 在综合地质调查（吕博，
2019）等领域的应用

用已经日趋成熟。因其在地质调查工作中快捷、高

需求越来越大，扩展表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效等优势明显，逐渐被应用于综合地质调查等领

DGSS 扩展表因可编辑性而适用于各个调查

域。然而随着新时代地质工作内容的拓展和要求

领域，调查人可以根据行业规范和调查工作的目的

的提高以及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王斌，

设计调查表格、编辑调查内容字段。本次综合地质

2018），原 DGSS 功能已不能满足需求。在综合地

调查中，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共分类编

质调查工作中调查内容复杂，调查类表格众多，单

辑设计各类调查表格 20 余张，规范了数据采集内

独靠 P 点（地质点）描述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例如

容，为数据采集与成果整理节省了大量时间。本文

在地貌点调查中，原 DGSS 无法用数字填图终端软

从 DGSS 扩展表的简介开始，以综合地质调查工作

件完整快速地采集地貌信息到数据库内（程志龙

中地貌点调查为例，按实际操作流程系统介绍了扩

等，2018），即使采集到数据也无法按照程序高效地

展表桌面操作、
掌上机数据采集、
数据整理与输出中

2018），成果内容亦不能按照
进行整理入库（张玉，

的基本操作。按照本文的介绍方法操作，可以运用

地貌点调查的逻辑去准确的输出。为此开发新的

DGSS 扩展表在各个领域高效的开展调查相关工作。

调查系统工作量巨大，周期长，各细分专业的标准

1

多、更新快，对开发者专业要求极高，开发维护任务
异常艰巨，此时 DGSS 扩展表功能应运而生。它不

DGSS 扩展表简介
扩展表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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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SS 软件开发的适用于调查领域的新功能。在
2018 年开展的综合地质调查工作中，原 DGSS 功能
已经不能满足调查内容的多样性，中国地质调查
局发展研究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开发扩展表功能。
2019 年在综合地质调查工作中尝试应用扩展表功
能，效果突出。
DGSS 扩展表可根据需要添加编辑各种调查表
格，依托模板设计可插入文字、符号、文件、影音、时
间、素描、罗盘、字典等各种调查要素。挂接内容没
有局限，可以是环境地质调查、水文地质调查、矿化
（点）调查、地质灾害调查等，也可以是沿途路线调
查、路线小结等。挂接位置没有要求，可以是地质
点、样品点等点文件，也可以是沿途路线、界线等线
文件。扩展表以表格调查的形式逐项采集信息，以
电子表格格式按要求输出。扩展表的应用使调查
内容更加完整，调查结果更加直观。
扩展表功能使用的是小型数据库“Sqlite”（安
天 浩 和 欧 阳 瑜 燕，2018），在 本 系 统 中 的 格 式 为
“*.prb”文件。例如，扩展表模板库文件“DataExt.
prb”，存 放 于 工 作 图 幅 文 件 夹 的 根 目 录 下；路 线
中的扩展表数据库“[ 路线号 ].prb”，存放于路线
目 录 下。 如 果 用 户 需 要 从 外 部 直 接 查 看 或 修 改
扩展表数据，可通过其他 Sqlite 编辑工具实现，如
“SqliteExpert”等。类似于操作 Access 数据库。扩
展表的应用基本流程大致可分为设计扩展表、数据
采集、数据输出三部分（图 1）。根据调查表或记录
表内容添加并编辑字段，使字段的值类型与应用中
输入的内容相一致。如果调查中某一内容较复杂，

图1

扩展表应用基本流程（引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
中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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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计子表对其加以详细补充。

2
2.1

扩展表桌面操作
扩展表设计与编辑

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调查内容的规范性
和调查工作的有效性，首先需要确定调查表格样
式，然后按照工作需要设计调查表格，最后将需要
记录的相关内容加入到表格中。
打开桌面 DGSS 软件，图幅 PRB 库中菜单栏内
“数据准备”和“地质填图数据操作”（图 2a）菜单
下均有“扩展表模板设计”命令。打开此命令弹出
“创建 android 数据库”对话框。左上部“增”、
“存”、
“删”等（图 2b）是对左下方扩展表或子表（图 2b1）
的创建、删除等操作，中上部“增”、
“插”、
“改”、
“删”
等（图 2c）是对右下方表格内字段（图 2c1）的创建、
插入等操作。
创建新的扩展表或子表用左侧的“增”选项，
选择对应的图层，可以是点，也可以是线。表名用
字母（可以用调查表名称的首字母组合），是表在
数据库中的名称，它是计算机识别扩展表的唯一
依据，因此所有表名不能有重复。表别名主要用
于界面显示，可以用调查表汉字名称命名，主要为
了方便工作者识别与查找。表类型可根据项目需
要按照专业加以分类，本项目分为水文地质调查
类、环境地质调查类、地质灾害调查类、地质地貌
调查类、综合类等（图 2d）。地貌点调查表属于地
貌地质调查类，用左侧的“存”选项可以保存当前
表格。
表格创建成功之后添加字段（图 3），根据调查
内容添加调查点统一编号、野外编号、地理位置、坐
标、地面高程、调查日期、天气状况、特征描述、示意
图、照片、调查单位、调查人等字段。字段名称命名
原则与表名相同，用字母表示，所有字段名不能有
重复，字段别名命名原则与表别名相同，用汉字表
示。数值类型和控件类型根据该字段需要采集的
数据类型而定，这里地貌特征描述用文本和编辑框
（图 3a 字段编辑，c 字段编辑之后）。
为了调查过程中采集数据的高效性和内容多
样性，还可以在字段编辑中选择外挂按钮设置。外
挂内容可以是子表、素描、字典、照片、视频、罗盘、
时间等（图 3b 字段外挂设置，d 设置后显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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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扩展表设计

字段添加与编辑

地貌特征描述字段可以选择单选字典和多选字典

填图、数字剖面文件夹并列。此文件只存结构，不

后编辑添加字典内容，如果内容类型太多也可以选

存数据，在应用时会自动将模板复制到数据采集的

择子表，再挂接新的扩展表对该字段加以详细描

相应目录，如：野外手图路线目录或 PRB 库目录。

述。示意图等字段可以选择素描，调查日期字段选
择时间，照片字段选择多媒体等。

2.2

字典库应用与编辑

扩展表编辑完成之后会自动保存于图幅目录

完整的字典库对野外地质调查至关重要，掌

下，文件名为“DataExt.prb”，与图幅目录下的数字

上机采集信息与室内资料整理时输入编辑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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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如果字典库运用合理可以
有效提高野外数据采集效率与室内资料整理速
度。字典库的初始文件以区调和矿调为基础，在
综合地质调查中大部分内容都没有体现，为了提
高工作效率，字典库的编辑相当重要（王玉杰等，
2019）。
字典库的应用分两个步骤，首先在扩展表字段
编辑里，各种描述性字段尽量选择单选字典或多选
字典（图 3d）链接到字典库，对应一级字典库的名
称（图 3e）；其次是字典库内相应描述的添加。
字典库的编辑可以分为掌上机字典库和计算
机字典库，一般选择计算机字典库编辑后将所有文
本文件拷贝到掌机字典库内。找到桌面 DGSS 软件
安装目录，
“data”文件夹下的字典库文件夹。里面
是一些地质代号或者文字命名的文本文件。修改
并添加相应内容到文本中，或者新建文本文件重命
名。例如要添加工程地质里的岩性名称，则需要在
岩性描述里添加“粉质黏土”等，然后以岩性名称命
名新建文本文件，再将岩性描述输入到文本中保存
即可。还可以新建高程获取方法、特征描述等与相
关字段匹配的字典内容供选择。字典编辑完整后，
找到掌上机根目录下的“AoRGMap”文件夹打开，
拷贝计算机桌面字典库文件夹内所有文件到“dict”
文件夹下，至此字典库编辑完成。

2.3

桌面导出到掌机

扩展表内的调查表格一般是为了更好地为野
外地质调查服务，而表格内容都是挂接于 P、R、B 等
地质要素内。所以综合地质调查与区调、矿调相同，
在调查前首先要在桌面设计调查路线，确定在该路
线必须存在以“[ 路线号 ].prb”命名的文件（中国
地质调查局，2016）。根据路线编号导出相应的文
件到掌上机，扩展表在设计编辑之后表格内容已经
存在导出的掌上机文件里。

3

掌上机数据采集

掌上机扩展表实际操作与区调或矿调路线调
查基本操作一致，信息采集时掌上机会自动生成相
应的界面（图 4），正常添加地质要素即可（方明等，
2019）。以地貌调查点为例，按照正常添加地质点
的方式添加。地质内容输入完成之后，底部出现桌
面设计里的表类型：水文地质调查（图 4a1）、水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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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掌上机扩展表数据采集（a 调查表添加页面；b 调查表
内容输入页面）

质钻探类（图 4a2）、地形地貌类、环境调查类、综合
类（图 4a3）等。每一类下对应的各种调查表，选择
地形地貌类下的地貌点调查表右侧的“＋”号（图
4a4），进入逐项填写。桌面设计表格时字段为单选
字典和多选字典的均可点击采集项目右侧的扳手
图标（图 4b1、4b2）选择字典库预先录入的内容进
行添加与修改。
因扩展表是挂接于调查点上，导入桌面必须以
2018），每条路线调查
路线为基本单位（李凌杰等，
结束后才可以从掌上机拷贝导入桌面系统编辑（李
福林等，2015）。

4
4.1

数据整理与输出
输出模板编辑

模板编辑是数据输出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输出
模板编辑主要应用电子表格的基本操作，简单易
懂。模板是对设计表格字段名与输出表格内容的
一一对应和输出内容在调查表中位置的编辑。不
同表格输出模板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是编辑方法
相同。
以地貌点调查表为例：参照表名和表别名的对
应关系编辑字段内容输出的位置，sheet1 为输出调
查表的样式，以下简称表 1，sheet2 是表 1 的位置及
属性说明，以下简称表 2（图 5）。表 2 中各个单元格
的意义如下：A1~D1 单元格是文字标识，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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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输出模板编辑

不起作用；B2 单元格“35”表示表 1 中模板占用 35
行；C2 单元格“9”表示表 1 中模板占用 9 列；D2 单
元格“30”表示设计的输出字段在表 2 中第 30 行截
止（图 5a）。A3~C29 单元格分别表示各个输出字段
对应在表 1 中输出的起始位置，包括行号和列号，合
并单元格的以左上角第一个单元格号码为准（图 5b
对应 b1）；D 列类型包括（不填写默认为文本，1 代表
图片，2 代表素描，3 代表子表，4 代表单选或复选框。
图 5b 对应 b1、c 对应 c1）。第 30 行是输出字段结束
标识。第 31 行是输出图片起始位置和占用的行列
数（图5 b对应b2），从第16行第1列开始，共9行5列。

4.2

数据编辑

掌上机采集数据导入桌面之后进入桌面数据
编辑阶段。在桌面上通过 PRB 界面打开扩展表内

容进行编辑、检查、浏览，整理修改过程与区域地质
调查中路线整饰类似。还可以运用综合编辑工具
对扩展表进行综合编辑，如扩展表的合并、数据表
的拷贝以及与 Excel 文件（朱正勇等，2019）或图层
的交互等等。

4.3

数据表格输出

数据表格输出可以以路线为单位输出也可以
以图幅为单位输出，应用“数据输出”中的“PRB 扩
展属性表输出”功能。目前数据输出只能以模板为
基础每次输出同类记录表若干张，输出数量以单条
路线或单个图幅内同种记录表的个数为准。根据
扩展表的关联图层（图 6a）、归属类别（图 6b）、表名
（图 6c）分多次选择模板存放路径（图 6d）逐次输出，
选择自定义报表输出，另存报表（图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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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输出

结论
DGSS 扩展表编辑设计简单，根据工作需要设

计不同的表格采集信息并统一格式输出。在综合

其存储大小可以忽略不计，依托 DGSS 强大的功能，
在地学调查领域的应用远景好。随着在实际应用
中的不断改进，DGSS 扩展表将被广泛应用于地学
领域或其他相关工作领域。

地质调查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其在更多调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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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GSS extension table: taking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survey as an example
WANG Yujie1, BAI Yaonan2, SONG Yaxin1, SHE Shikun1, WANG Guanglei1
(1.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 for Nonferrous Metals, Beijing 100012, China; 2. Tianji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digital geological survey system (DGSS) applicable to the new era of
Geological Survey, better serve th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survey, DGSS extended table came into being.
The DGSS expansion table can edit the corresponding tabl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ﬁc needs of geological survey
work so that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e output is more standardized.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GSS extension table in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surve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editing, data collection, data arrangement and output of the extension table according
to the work ﬂow, it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ﬁc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pansion table in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work of digital geological survey.
Key words: extended table; digital geological survey system;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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